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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特别策划 

国际中文教育 70 周年纪念文集 

2020 年是新中国开展中文教育 70 周年。本书从亲历者、见证者、推动者、

受益者的叙述视角，讲述了国际中文教育 70 年发展历程，记录了 70 年来大量

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人和事。1950 年，我国于清华大学设立“东欧交换生中国语

文专修班”，到 2020 年，已有 70 多个国家将中文纳入国民教育体系，180 多

个国家开展了中文教育，4000 多所大学、3 万多所中小学、4.5 万多所华文学

校和培训机构开设中文课程，中外双方合作共建了 500 多所孔子学院和 1000 

多个中小学孔子课堂，中国以外正在学习中文的人数约有 2500 万。今天的国

际中文教育事业的繁荣，是一代又一代海内外国际中文教师和志愿者们用忠诚

和担当开拓创新的结果。国际中文教育的开展，为深化中国教育对外开放，促

进中外语言交流与合作，增进中外人民了解与友谊，推动世界多元多彩的文明

发展做出了无可替代的重要贡献。 

本书共收录 100 篇文章，以时间和事业发展为线索，分为筚路蓝缕、砥砺前行、专业情怀、语通世界、

丝路绽放、崭新启程六个部分，从不同角度系统展现了国际中文教育辉煌成就与宏伟历程，以个人之小事，

映照国际中文教育学科建设与事业发展之大事，书中还收录了部分珍贵图片、照片，图文并茂能帮助读者

更好地了解国际中文教育不平凡的发展历程和辉煌的发展成就。推荐所有国际中文教育领域的相关从业人

员，以及对国际中文教育感兴趣的读者阅读本书，与世界各国的同行共同见证 70 年来的国际中文教育事

业的发展。 

 =出版信息= 

书名 作者 ISBN 定价（元） 

国际中文教育 70周年纪念文集 马箭飞，刘利 978-7-5619-5844-5 13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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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中文教育教学资源发展报告（2021） 

《国际中文教育教学资源发展报告（2021）》是国际中文教育领域

第一部全球中文教学资源发展报告，也是迄今为止调研范围最广、涉及

国家最多、时间跨度最长的国际中文教育教学资源报告。报告秉持“标

准引领、教材本位、数字融合、国别透视、专题前沿”的理念，以事实

为依据，以数据为支撑，全方位展现新中国国际中文教育 70 余年的发

展历程和成果，向世界传达国际中文教育的“中国声音”。 

报告从全球视野的广度，全面梳理全球中文教学资源状况，既关注

纸质教学资源，又密切跟踪新技术、新媒体环境下的数字教学资源发展

动态。 

报告撰写中贯彻“六个注重”和“四个兼顾”：注重报告的整体性和全局性，注重数据的全面性和客观性，

注重信息的前沿性和动态性，注重案例的典型性和代表性，注重结论的可靠性和建设性，注重报告的科学性

和客观性；兼顾整体与专题，兼顾历时与共时，兼顾通用与专用，兼顾全球与国别。 

通过对全球中文教学资源的普查、盘点，力求全面、系统、客观地展现中文教学资源发展状况，并展望

未来发展方向，帮助海内外中文教育管理者、研究者、从业者、学习者了解全球中文教学资源发展现状，为

教育管理部门提供决策参考，为全球中文教学资源研发机构提供创新思路，为全球中文教育机构、教师和学

习者提供资源信息。 

报告分六部分：总报告、标准篇、纸质篇、数字篇、国别篇、专题篇。书后“附录”包含三个部分：国际

中文教育标准索引、主要国际中文教材索引、主要国际中文教育数字资源索引，将通过二维码链接分享给读

者。 

报告是教育部中外语言交流合作中心“国际中文教育教学资源发展报告”重大研究项目（20YH12E）的成

果，由北京语言大学汉语国际教育研究院吴应辉教授领衔的国际中文教育发展研究团队负责执行。 

 =出版信息= 

书名 作者 ISBN 定价（元） 

国际中文教育教学资源发展报告

（2021） 

教育部中外语言交流

合作中心 
978-7-5619-6009-7 10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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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下一家——“汉语桥”中文比赛备考有声读物 

《天下一家》是语合中心规划的专门为参加“汉语桥”中文比赛的汉语学

习者备考用的汉语读物。全书共 1 册，围绕“天下一家”“天下大同”“人类命运

共同体”的主题理念，精选了中文、英文、法文、俄文、西文、阿文、日文、

朝鲜文等 8 个文种的相关名言名句约 100 句。全书围绕“天下一家”的核心主

题，分为命运与共、和平相处、睦邻友好、文明互鉴、包容互尊、合作发展

等 6 个单元，每个单元约 10～30 条各文种名句，每个名句由原文种名句、中

文译文、作者信息、背景介绍和解析等部分构成。全方位阐释名句的内涵和

名句在当代的价值所在。为每个名人名言都配备了音频，听读一体。 

编辑推荐语： 

天下一家，命运与共 

“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已经得到国际社会的高度认同。作为沟通中华文明与世界各国文明重要渠道

的“汉语桥”，有必要进一步推广“天下一家”的国际共识。通过阅读本读物，可以加深对“人类命运共同体”

理念的理解，了解各语言中关于“和平”“合作”“和睦”“互尊”等理念的表述，吸收、学习世界各民族的优秀文

化。 

 

 =出版信息= 

书名 作者 ISBN 定价（元） 

天下一家——“汉语桥”中文比赛

备考有声读物 
本书编写组 978-7-5619-5889-6 1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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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成人教材及教辅 

新实用汉语课本（第 3 版 英文注释）上新 

《新实用汉语课本》是为海外成人汉语者编写的一套零起点综合汉语教材，是《实用汉语课本》系

列的第二代产品。两代产品在国际汉语教学界的影响已有 30 余年。本次修订后的第 3 版，主要围绕几个

外国人在中国的生活及他们与中国朋友和教师的友情与交往，展开一系列贴近生活、有趣的故事。教材

坚持以学习者“更容易学”、教师“更方便用”为宗旨，贯彻“结构—功能—文化相结合”的理念，力图

通过语言结构、语言功能和相关文化知识的学习及听说读写技能训练，培养学习者汉语的综合运用能力，

特别是跨文化交际的能力。 

 

 

 

 

本书第 3 版已出版第一、二册课本、综合练习册、同步阅读、测试题、汉字练习册。配套情景视频

也正式上架。 

 

为方便广大教师在课堂上使用《新实用汉语课

本（第 3 版）》配套情景视频，我社特开放官网微

课版视频使用渠道。每课课文配有高清情景视频，

真人出演，真实取景，专业剪辑。课文配套情景视

频可用于学生课前预习、教师课堂活动、教学成果

检验、学生课后活动等。情景视频可在北语社官网

《新实用汉语课本》教材专区内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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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版信息= 

新实用汉语课本（第 3 版 英文注释） 作者 ISBN 定价（元） 

课本 2 刘珣 978-7-5619-5807-0 128.00 

综合练习册 2 刘珣 978-7-5619-5870-4 58.00 

同步阅读 2 刘珣 978-7-5619-5872-8 38.00 

测试题 2 刘珣 978-7-5619-5905-3 52.00 

汉字练习册 2 刘珣 978-7-5619-5784-4 49.00 

课本 1 刘珣 978-7-5619-4277-2 128.00 

综合练习册 1 刘珣 978-7-5619-4460-8 58.00 

同步阅读 1 刘珣 978-7-5619-4363-2 38.00 

测试题 1 刘珣 978-7-5619-4461-5 52.00 

汉字练习册 1 刘珣 978-7-5619-4851-4 42.00 

 

  

欢迎访问《新实用汉语课本》教材专区 

http://www.blcup.com/CW110/Home/index/1006 

http://www.blcup.com/CW110/Home/index/1006
http://www.blcup.com/CW110/Home/index/1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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速成汉语基础教程（第 3 版） 

《速成汉语基础教程·综合课本》（第 3 版）共 8 册，是为零起点到中高级汉语水平的外国留学生编

写的基础汉语教材。这套教材以话题为中心，突出短期汉语速成教学的特点，注重听说技能的训练。话

题典型实用，内容真实有趣，语言生动活泼，体现了教材为学生、教师、课堂教学和技能训练服务的宗

旨。 

 

  

 

 

 

 

 =出版信息= 

速成汉语基础教程（第 3 版） 作者 ISBN 定价（元） 

综合课本 1 杨慧元 978-7-5619-5864-3 58.00 

综合课本 2 杨慧元 978-7-5619-5865-0 68.00 

综合课本 3 杨慧元 978-7-5619-5899-5 56.00 

综合课本 4 杨慧元 978-7-5619-5900-8 54.00 

综合课本 5 杨慧元 978-7-5619-6018-9 56.00 

综合课本 6 杨慧元 978-7-5619-6019-6 68.00 

综合课本 7 杨慧元 978-7-5619-6056-1 72.00 

*综合课本 8即将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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乐读——国际中文阅读教学课本  上新 

遵循“笔画→义符→单字→词→句子→段落”顺序，全面提升阅读技能 

本教材以培养学习者中文阅读能力为目标，针对学习者阅读难点和

阅读能力提升需要，进行教材内容的设计与编写，突出阅读教材特色。

阅读教学的目的不能止于帮助学生读懂一篇文章，而是要让学生学会怎

样读懂一篇文章，即通过有针对性的训练帮助学生提高中文阅读能力，

所谓“授之以渔”。 

 

 

 

 

 

 

 

 

 

 =出版信息= 

 

 =出版计划= 

 

 =教材专区=       http://www.blcup.com/CW110/Home/index/1061  

书名 作者 ISBN 定价（元） 

乐读——国际中文阅读教学课本 1 苏英霞 978-7-5619-5833-9 38.00 

乐读——国际中文阅读教学课本 2 苏英霞 978-7-5619-5850-6 55.00 

乐读——国际中文阅读教学课本 3 苏英霞 978-7-5619-5859-9 55.00 

乐读——国际中文阅读教学课本 4 苏英霞 978-7-5619-5896-4 48.00 

5、6册 2022年 6月 

“新阅读，享乐读” 新书宣讲会 

 

视频链接：https://v.qq.com/x/page/p3311r92fig.html 

  

听主编苏英霞

教授解析阅读

教学和阅读

教材 

http://www.blcup.com/CW110/Home/index/1061
https://v.qq.com/x/page/p3311r92fig.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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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级汉语视听教程 

强化视听技能，善从媒体获取信息 

《高级汉语视听教程》是供掌握 5000 个词以上的对外汉语本科生或进修生使用的新闻视听教材，也

可供具有同等汉语水平的学习者自学使用。本套教材在讲授语言文化知识的基础上，强化中文的视听技

能训练，培养学习者视听中文新闻的各项能力，帮助其从中文媒体中获得生活、工作、学习所需的各种

信息。 

本套教材分上、下两册，每册 10 课。上册涉及留学、气候、交通、人口、体育、网络、消费、流行

语、能源、外交等话题。下册涉及就业、旅游、健康、读书、电影、文化、科技、经贸、政治、婚恋等话

题。 

教材特色： 

1. 系统性：《高级汉语视听教程》与《高级汉语新闻阅读教程》

选篇标准一致，从视听和阅读两方面强化汉语输入； 

2. 实用性：教学流程可视化，操作简单，选篇典型，举一反三； 

3. 时效性：最近三年新闻占比 90%以上，全球新闻资讯抢先看； 

4. 权威性：通过中国主流媒体的声音了解真实的中国； 

5. 真实性：新闻报道原汁原味，可快速提升汉语水平。 

 

=产品信息= 

新闻直通车 作者 ISBN 定价（元） 

高级汉语视听教程（上） 于洁 978-7-5619-6007-3 79.00 

高级汉语视听教程（下） 于洁 978-7-5619-6008-0 79.00 

  

新书预告： 

《高级汉语新闻阅读教程》（上、下）即将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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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外文化交流史（第 2 版） 

文化知识类教材的精心之作 

作为文化知识类教材，《中外文化交流史》是为满足来华留学生汉语

言专业或汉语国际教育专业本科教学之需编写的。本教材分上、下两册。

上册为两千年中外文化交流史概说，是课堂讲授的主要内容；下册叙述了

两千年间中国与世界各国、各地的文化交流，可供学生在课堂之外阅读和

参考，也可供有相关需求的教师选用进行授课。 

上册从历史上中外文化的三次大交汇入手加以描述，进而对两千年间

的中外文化交流做全景式、概括式的介绍与评说。以“序章”开篇，既为紧

随其后的几章也为包括下册在内的全书做铺垫。下册分写历史上中国与世

界各国、各地之间的文化交流，基本以洲划分，分成三章。每章开始一般

有一段综述性文字，把背景性的、属于本洲各国共性的东西交代清楚，然

后再分节叙述中国与各国（地）的交流，各节之间又相互观照、彼此呼应。 

为使留学生更方便地理解教材内容，扫除其在学习和阅读过程中遇到的障碍，教材除对生词进行注

音和释义外，还以脚注形式对某些词语加以解释，对某些历史人物、历史事件、文化概念等做更为详尽

的说明。另外，每章之前都列有“内容导读”“教学建议”和“授课时长”等，之后则设有思考题和填空练习（序

章除外）。 

 =出版信息= 

书名 作者 ISBN 定价（元） 

中外文化交流史（第 2 版）上 马树德 978-7-5619-5991-6 68.00 

中外文化交流史（第 2 版）下 马树德 978-7-5619-6012-7 8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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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学·精讲精练（eBook） 

基于大纲 面向考试 完全配套教材 

本书为中国政府奖学金生专用教材——《化学》（第 2 版）的配套练

习用书，适用于来华学习相关专业的预科生。主要内容包括基础知识总结

与梳理、书后习题详解、自测题、章节练习题以及答案详解等，对化学教

材中的重要知识进行全面总结，立足基础，面向考试，帮助学生构建完整、

全面的化学知识体系，提高其化学知识应用技能，提升其进入大学学习相

应专业时的理解能力。 

编辑推荐语： 

《化学·精讲精练》完全配套《化学》（第 2 版）教材，是一本全面、

完善、针对性强的教学辅导用书，知识点清晰凝练，汉语词汇准确，练习

题丰富，可以帮助学生抓住复习关键点，夯实基础，巩固知识，完善知识

体系，提高化学理解和应用技能，在预科化学教学中能够起到良好的辅助

和促进作用。 

 =出版信息=  

书名 作者 ISBN 定价（元） 

化学（第 2 版）  eBook 秦学 978-7-5619-5668-7 79.00 

化学·精讲精练  eBook 乔梦羽，张诗 978-7-900849-16-8 69.00 

 

  

教材配套小辞书《化学一点通》精心收录基础化学原理、元素

化学、有机化学、化学实验、化学计算等各方面的 500 余个核心知识

点。从中提取专业词语 821 条，汇总常用化学符号 221 个，归纳化学

课常用中文表达格式 51 条，切实帮助留学生解决用汉语学习化学的

过程中所遇到的知识难点和语言障碍。 
ISBN: 978-7-5619-3455-5 

定价：49.0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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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学·精讲精练（eBook） 

基于大纲 面向考试 完全配套教材 

本书为中国政府奖学金生专用教材——《数学》（第 2 版）的配套练

习用书，适用于来华学习相关专业的预科生。主要内容包括知识点结构、

例题、自测题以及答案详解等，立足数学教学大纲，涵盖大纲中 A、B、C

类知识点的内容，使学生具备进入高校学习专业前所必需的数学知识技能，

掌握数学专业词汇和常用句式，为顺利完成中国大学本科专业学习打下坚

实的基础。 

编辑推荐语： 

《数学·精讲精练》完全配套《数学》（第 2 版）教材，是一本全面、

完善、针对性强的教学辅导用书。本书知识点清晰凝练，练习题丰富，可

以帮助学生抓住复习关键点，夯实基础，提高技能，在预科数学教学及学

习中能够起到良好的辅助和促进作用。 

 =出版信息= 

书名 作者 ISBN 定价（元） 

数学（第 2 版）  eBook 任卫云，郭飞 978-7-5619-5592-5 89.00 

数学·精讲精练  eBook 赵美威，邴琳琳，王光 978-7-900849-18-2 39.00 

 

  

教材配套小辞书《数学一点通》适合零起点或者稍有一点汉语

基础的留学生使用。书中包含基础知识篇、词汇篇、常用表达篇和符

号篇 4 个部分，涵盖了高中数学的绝大部分知识点以及大学公共数

学的常用基础知识点。 

ISBN: 978-7-5619-4309-9 

定价：49.0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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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理·精讲精练（eBook） 

基于大纲 面向考试 完全配套教材 

本书为中国政府奖学金生专用教材——《物理》（第 2 版）的配套练

习用书，适用于来华学习相关专业的预科生。主要内容包括基础知识总结、

书后习题详解、自测题以及答案详解等。本书从汉语学习的角度出发，对

教材中的重要知识进行梳理和提炼，立足大纲，面向考试，帮助学生夯使

用汉语学习物理的基础，拓展和补充了物理教材的内容，更加符合预科与

大学教学衔接的要求。 

编辑推荐语： 

《物理·精讲精练》完全配套《物理》（第 2 版）教材，是一本全面、

完善、针对性强的教学辅导用书，知识点清晰凝练，汉语词汇准确，练习

题丰富，可以帮助学生抓住复习关键点，夯实基础，提高技能，在预科物

理教学中能够起到良好的辅助和促进作用。 

 =出版信息= 

书名 作者 ISBN 定价（元） 

物理（第 2 版）  eBook 肖立峰 978-7-5619-5436-2 69.00 

物理·精讲精练  eBook 张狄，贾艳 978-7-900849-17-5 29.00 

 

  

教材配套小辞书《物理一点通》作为来华留学生理工类专业学

生物理课学习专业辅导书，涵盖了物理专业知识中力学、电学、光学

等核心部分内容，在紧扣预科教学大纲的基础上分别向高中和大学知

识层面进行了扩展和延伸，能够帮助学生深入理解核心知识点。 

ISBN: 978-7-5619-5521-5 

定价：68.0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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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儿童青少年教材及教辅 

轻松学中文（第二版）（英文版） 上新 

经典青少汉语教材《轻松学中文》，全新改版，重磅来袭！ 

《轻松学中文》系列（第二版）是一套专门为非华裔学生学习汉语

编写的国际汉语教材，主要适用于小学高年级的学生和中学生。 

 “汉字、作文书写本”是《轻松学中文》（第二版）系列教材的配

套产品。本年度 12 月出版的《汉字、作文书写本 1》可配合课本 1 使

用。其它分册陆续出版中。 

本套教材共七册，分三个教学阶段： 

第一阶段为第一、二、三册，重点是通过对语音、汉字、词语和语法的学习，帮助学生打好汉语基

础，培养学生的学习兴趣，达到用汉语进行简单交流的目的。 

第二阶段为第四、五册，重点是扩充词汇，学习更多的语法知识，使学生能在真实情景下进行有效

的交流。 

第三阶段为第六、七册，重点是让学生接触到真实的语料，使学生有信心用精准、恰当的汉语以口

头和书面形式进行有逻辑、有条理的交流。 

 

 

 

 

 

 

 

 （练习册） （课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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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版信息=  

轻松学中文（第二版）（英文版） 作者 ISBN 定价（元） 

课本 1 马亚敏，李欣颖 978-7-5619-5597-0 138.00 

课本 2 马亚敏，李欣颖 978-7-5619-5711-0 138.00 

课本 3 马亚敏，李欣颖 978-7-5619-5836-0 138.00 

课本 4 马亚敏，李欣颖 978-7-5619-5951-0 138.00 

练习册 1 马亚敏，李欣颖 978-7-5619-5627-4 78.00 

练习册 2 马亚敏，李欣颖 978-7-5619-5792-9 78.00 

练习册 3 马亚敏，李欣颖 978-7-5619-5849-0 78.00 

汉字、作文书写本 1 马亚敏，李欣颖 978-7-5619-6025-7 20.00 

  

《轻松学中文》（第二版）还有丰富的电子配套教学资源，可登录北语社官网（www.blcup.com）或北

语社官方电子书平台“梧桐中文”购买。 

 

 

 

 

 

 

 

*出版进度说明： 

后续分册将陆续出版，计划 2022 年完成全部出版。 

配套教师用书、词卡图卡、教学课件将以电子形式出版。 

  电子资源尽在“梧桐中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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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教师发展参考书 

汉语作为第二语言作文自动评测模型构建研究 

本研究基于语言的表层特征体系，使用人工神经网络技术，对三种体裁、

十个不同题目的 HSK 作文文本进行了分析，构建出了基于语言表层特征的

汉语作为第二语言作文自动评测模型。在分析过程中，本研究验证了经典型

技术路径构建评测模型的过程，同时还探索出了基于语言表层特征的简约

型技术路径，构建出了简约特征集。 

 

编辑推荐语： 

本研究选取汉语作为第二语言的文本自动评测作为研究目标，具有很强的创新性。主要体现在： 

（1）研究方法新，使用了人工神经网络这一较为新型的研究方法； 

（2）研究数据广，在已知的文献中，第一次对 HSK 作文采用多文体、大数据分析； 

（3）研究结果有效，基于语言表层特征构建出了作文自动评测的理论模型，信度较高。 

推荐语言学专业师生、研究者，尤其是对计算语言学感兴趣的读者阅读。 

 =出版信息= 

书名 作者 ISBN 定价（元） 

汉语作为第二语言作文自动评测模型

构建研究 
郭力 978-7-5619-5906-0 4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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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语语篇话头结构理论的实证性研究 

本书是在大规模不同语体、不同题材的语料库基础上，对话头结构进行

的实证性研究，包括可操作性研究和可覆盖性研究两部分。本书的实证性研

究最终体现在话头结构语料库中，该语料库具有很好的一致性，能在理论研

究和应用方面真正发挥作用，能为汉语信息处理和汉语教学提供有效的理

论和资源支持，能揭示汉族人语篇组织和理解的认知基础。 

 

编辑推荐语： 

1. 创新性：以话头自足句来区分非主谓句、主语省略就、普通句，比起传统的按“句子”或“小句”来

区分，更加合理，更具可操作性。 

2. 实证性：本书的实证性探究体现在话头结构语库中，能在理论研究和应用方面真正发挥作用，

为汉语信息处理和汉语教学提供有效的理论和资源支持。 

3. 规模性：本书选取的具体预料涉及小说、政府工作报告和百科全书，共计 3 万余个标点句，37.8

万字。推荐语言学专业师生、研究者，尤其是对计算语言学感兴趣的读者阅读。 

 =出版信息= 

书名 作者 ISBN 定价（元） 

汉语语篇话头结构理论的实证性研究 尚英 978-7-5619-5888-9 6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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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多语种教材 

新实用汉语课本（第 3 版 西班牙文注释） 

 

《新实用汉语课本》是为海外成人汉语学习者编写的

一套零起点综合汉语教材，是《实用汉语课本》系列的第

二代产品。两代产品在国际汉语教学界的影响已有 30 余

年。本次修订后的第 3 版，主要围绕几个外国人在中国的

生活及他们与中国朋友和教师的友情与交往，展开一系列

贴近生活、有趣的故事。教材坚持以学习者“更容易学”、教

师“更方便用”为宗旨，贯彻“结构—功能—文化相结合”的理

念，力图通过语言结构、语言功能和相关文化知识的学习

及听说读写技能训练，培养学习者汉语的综合运用能力，

特别是跨文化交际的能力。 

第 3 版西班牙文注释本已出版课本 1、综合练习册 1、

综合练习册 2。课本 2 将于 2022 年第一季度出版。 

   

书名 作者 ISBN 定价（元） 

新实用汉语课本（第 3 版 西班牙文注释）课本 1 刘珣 978-7-5619-5749-3 158.00 

新实用汉语课本（第 3 版 西班牙文注释）课本 2 刘珣 即将出版  

新实用汉语课本（第 3 版 西班牙文注释）练习册 1 刘珣 978-7-5619-5750-9 68.00 

新实用汉语课本（第 3 版 西班牙文注释）练习册 2 刘珣 978-7-5619-6011-0 6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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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系方式 

查书信息   → 北语社官网  www.blcup.com                                 →  梧桐中文 APP 

一键网购   → 天猫、京东、当当店铺“北京语言大学出版社”  

实体书店   → 梧桐书坊（北京语言大学校内南门西侧） 

大宗订购 请联系区域负责人 

国内—— 

负责人 业务区域 办公电话 QQ 

谢  琳 

李雨欣 
北京、天津、河北、江西、四川、重庆 

010-82303083 

010-82303650 

1068874 

1019404392 

温  姣 上海、安徽、江苏、浙江、云南、贵州 010-82303648 2417736005 

毛小敏 广东、广西、海南、福建、湖北、湖南 010-82303648 3362518435 

包  朔 山东、山西、河南、黑龙江、吉林、辽宁 010-82303083 1298836660 

苏  振 陕西、甘肃、宁夏、青海、新疆、西藏、内蒙古 010-82303591 2638632303 

田  朋 中国港澳台地区 010-82303080 275364005 

海外—— 

负责人 国家及地区 办公电话 邮箱 

赵  帅 泰国、中东地区 +86-10-82300361 zhaoshuai@blcup.com 

鲍呈程 日本、中亚、俄罗斯 +86-10-82303668 baochengcheng@blcup.com 

田  朋 
韩国、东南亚（除泰国） 

大洋洲、非洲 
+86-10-82303080 tianpeng@blcup.com 

丛  圆 西班牙、拉丁美洲 +86-10-82303649 congyuan@blcup.com 

杨雪薇 欧洲（除西班牙、俄罗斯） +86-10-82303365 yangxuewei@blcup.com 

  eBook 平台  

http://www.blcup.com/



